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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城市及城市群水体水流死角的生

态控导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城市及城市群水体水

流死角的生态控导结构，包括至少两级平行设置

在水流死角的来水侧上的控导堰，所述控导堰沿

水流方向逐渐靠近岸线错位设置，所述控导堰为

整体呈楔形的石笼网结构，所述控导堰内部设有

沿水流方向内径逐渐减小的若干导流通道，所述

导流通道的出口位置较入口靠近岸线，所述导流

通道的出口靠近水中央的一侧1/3～1/2圆周或

侧边设有水流导控板，所述控导堰的石笼网结构

内沿水流方向填充片状碎石或废弃瓦片。本发明

的生态控导结构通过对水流的层层导流，重新规

划水流路线，从而彻底解决常规水流条件下产生

的水流不畅问题，显著改善水流死角环境污染及

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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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城市及城市群水体水流死角的生态控导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至少两级

设置在水流死角(2)的来水侧上的控导堰(1)，每一级控导堰(1)之间平行设置且与主水流

方向(B)的夹角为45°～85°，所述控导堰(1)沿水流方向(A)逐渐靠近岸线(3)错位设置，所

述控导堰(1)为整体呈楔形的石笼网结构(5)，所述控导堰(1)顶端窄底端宽，所述控导堰

(1)内部设有沿水流方向(A)内径逐渐减小的若干导流通道(7)，所述导流通道(7)的入口设

置在迎水侧(6)，所述导流通道(7)的出口设置在背水侧(9)，且所述出口位置较入口靠近岸

线(3)，所述导流通道(7)的出口靠近水中央的一侧1/3～1/2圆周或侧边设有水流导控板

(8)，所述水流导控板(8)与控导堰(1)背水侧(9)之间的向上夹角为45°～75°，所述控导堰

(1)的石笼网结构(5)内填充平行水流方向(A)设置的片状碎石或废弃瓦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控导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导堰(1)错位长度为控导

堰(1)长度的1/5～1/4，相邻控导堰(1)间的水流速度大于或等于主水流速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控导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导堰(1)的宽度小于控导

堰(1)的长度，所述控导堰(1)的宽度为1～2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控导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导堰(1)横截面上的迎水

侧(6)斜边与尾部底边之间的夹角为60°～80°，所述控导堰(1)横截面上的背水侧(9)斜边

与尾部底边之间的夹角约为9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控导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导堰(1)顶端高度比常水

位水面低3～6cm，所述控导堰(1)底端埋于淤泥层或基底层，所述控导堰(1)顶端平均宽度

为20～30cm，所述控导堰(1)底端平均宽度为50～70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控导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通道(7)的出口错后入

口的垂直距离为10～20cm，所述导流通道(7)的入口直径为30～50cm，出口直径为25～

40c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控导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通道(7)至少设置成两

层，最高一层导流通道(7)的顶端低于控导堰(1)顶端3～6cm，以下每层导流通道(7)间隔5

～10cm设置，最底层导流通道(7)的底端设置于淤泥层上20～30cm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控导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流导控板(8)的材质为PVC

或PE，长度25～35cm，所述石笼网结构(5)内孔隙率沿水中央到岸线(3)方向逐渐增大。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控导结构，其特征在于：最后一级控导堰(1)的后侧依次

设有透水坝体结构(4)及沉水植物。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控导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态控导结构还包括设置

在第一级控导堰(1)上游的加速堰，所述加速堰为横贯水体流动方向的纵截面为梯形的长

条状堰坝结构，所述加速堰的背水面为夹角为20°～60°的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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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城市及城市群水体水流死角的生态控导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河湖水生态、水环境治理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城市及城市群水

体水流死角的生态控导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及城市群水体不仅是风光优美，景色宜人的景观，也起到调蓄洪水、保护生物

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保存淡水资源、补充地下水、调节气候等作用，具有良好的生态、社

会、经济、环境效益。而城市水体由于水体流动性较差等原因，具有水生生态系统相对简单、

水环境容量相对较小、水体自净能力较差等特性，导致其生态环境相当脆弱。污染负荷超过

水体自净能力，易引起水生动、植物种类的减少，造成水质恶化，严重影响水体生态功能和

景观效果，且生态恶化后往往难以治理和修复。

[0003] 然而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急剧发展，城市水体的开发与改造强度也逐渐增大，但

往往因为片面追求景观效果，设计不够科学，将水体岸线设计成不规则形状，曲折多弯，造

成水流不畅，导致极易出现水流“死角”。“死角”中水体流动性较差，得不到置换，随着时间

推延，各种污染物发生沉积，最终导致水质恶化，并扩散到整个水体。为净化水体，增加流动

性而使用的常规引水措施主要依赖于人工水循环过程，但是其最终并不能达到改善水流死

角水质的效果。

[0004] 目前为解决该问题，通常在水流“死角”设置机械水循环及曝气设备，但该方法一

方面耗费大量能源，另一方面对于该问题只能暂时改善，且解决效果不佳，很难全面实现水

流循环。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种用于城市及城市群水体水流死角的生态

控导结构，使得水流死角区水域得到充分流动，以显著改善水流死角环境污染及景观效果。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城市及城市群水体水流死角的生态控导

结构，包括至少两级设置在水流死角的来水侧上的控导堰，每一级控导堰之间平行设置且

与主水流方向的夹角为45°～85°°，所述控导堰沿水流方向逐渐靠近岸线错位设置，所述控

导堰为整体呈楔形的石笼网结构，所述控导堰顶端窄底端宽，所述控导堰内部设有沿水流

方向内径逐渐减小的若干导流通道，所述导流通道的入口设置在迎水侧，所述导流通道的

出口设置在背水侧，且所述出口位置较入口靠近岸线，所述导流通道的出口靠近水中央的

一侧1/3～1/2圆周或侧边设有水流导控板，所述水流导控板与控导堰背水侧之间的夹角为

45°～75°，所述控导堰的石笼网结构内填充平行水流方向设置的片状碎石或废弃瓦片。

[0007] 优选地，所述控导堰错位长度为控导堰长度的1/5～1/4，相邻控导堰间的水流速

度大于或等于主水流速度。

[0008] 优选地，所述控导堰的宽度应小于控导堰的长度，所述控导堰的宽度为1～2m。

[0009] 优选地，所述控导堰横截面上的迎水侧斜边与尾部底边之间的夹角为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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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控导堰横截面上的背水侧斜边与尾部底边之间的夹角约为90°。

[0010] 优选地，所述控导堰顶端高度比常水位水面低3～6cm，所述控导堰底端埋于淤泥

层或基底层，所述控导堰顶端平均宽度为20～30cm，所述控导堰底端平均宽度为50～70cm。

[0011] 优选地，所述导流通道的出口错后入口的垂直距离为10～20cm，所述导流通道的

入口直径为30～50cm，出口直径为25～40cm。

[0012] 优选地，所述导流通道至少设置成两层，最高一层导流通道的顶端低于控导堰顶

端3～6cm，以下每层导流通道间隔5～10cm设置，最底层导流通道的底端设置于淤泥层上20

～30cm处。

[0013] 优选地，所述水流导控板的材质为PVC、PE，长度25～35cm。

[0014] 优选地，所述石笼网结构内孔隙率沿水中央到岸线方向逐渐增大。

[0015] 优选地，最后一级控导堰的后侧依次设有透水坝体结构及沉水植物。

[0016] 优选地，所述生态控导结构还包括设置在第一级控导堰上游的加速堰，所述加速

堰为横贯水体流动方向的纵截面为梯形的长条状堰坝结构，所述加速堰的背水面为夹角为

20°～60°的斜面

[0017]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优点是：

[0018] 本发明的用于城市及城市群水体水流死角的生态控导结构通过对水流的层层导

流，重新规划水流路线，从而彻底解决常规水流条件下产生的水流不畅问题，显著改善水流

死角环境污染及景观效果。本发明的生态控导结构无需其他外界能源消耗，完全依靠现有

水力条件进行自主运行，既节约能源、有可高效地完成水流流速导控，使得水流死角区水域

得到充分流动，以显著改善水流死角环境污染及景观效果。

附图说明

[0019]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本发

明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0020] 图1为生态控导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控导堰横切面示意图；

[0022] 图3为控导堰纵切面示意图；

[0023] 图4为控导堰透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通过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2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城市及城市群水体水流死角的生态控导结构，如图1～图4

所示，其中示出了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生态控导结构至少为2级结构，按照来水方

向分别为一级控导堰、二级控导堰，根据水量和水流不畅区域大小可增加为多级结构。

[0026] 如图1、图2所示，所述生态控导结构包括至少两级设置在水流死角2的来水侧上的

控导堰1，每一级控导堰1之间平行设置且与主水流方向B的夹角为45°～85°，所述控导堰1

沿水流方向A逐渐靠近岸线3错位设置，所述控导堰1为整体呈楔形的石笼网结构5，所述控

导堰1顶端窄底端宽，所述控导堰1内部设有沿水流方向A内径逐渐减小的若干导流通道7，

所述导流通道7的入口设置在迎水侧6，所述导流通道7的出口设置在背水侧9，且所述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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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较入口靠近岸线3，所述导流通道7的出口靠近水中央的一侧1/3～1/2圆周或侧边设有

水流导控板8，所述水流导控板8与控导堰1背水侧9之间的夹角为45°～75°，所述控导堰1的

石笼网结构5内填充平行水流方向A设置的片状碎石或废弃瓦片。

[0027] 每级控导堰1的方向平行，一般控导堰1之间平行设置且与主水流方向B的夹角为

45°～85°。从一级开始依次靠近岸线3，依次错位长度为控导堰1长度的1/5～1/4。优选地，

所述控导堰1错位长度为控导堰1长度的1/5～1/4，相邻控导堰1间的水流速度大于或等于

主水流速度。各级控导堰1之间宽度与水流速度正相关，所述控导堰1的宽度应小于控导堰1

的长度，所述控导堰1的宽度为1～2m。

[0028] 如图2～图4所示，控导堰1为楔形结构，控导堰靠近岸线一端较窄、伸向水中央一

端较宽。迎水侧11长边为斜边，斜边可增大来水接触面积，从而增大控导水量。优选地，所述

控导堰1横截面上的迎水侧6斜边与尾部底边之间的夹角为60°～80°，所述控导堰1横截面

上的背水侧9斜边与尾部底边之间的夹角约为90°。所述控导堰1顶端高度比常水位水面低3

～6cm，为保持堰坝稳定，底端埋于淤泥层或基底层。所述控导堰1顶端窄底端宽，所述控导

堰1顶端平均宽度为20～30cm，所述控导堰1底端平均宽度为50～70cm。需要说明的是，底面

为所述控导堰1接触水底的面，顶面是与底面相对的面；本发明中控导堰头部是指靠近岸线

一端，控导堰尾部是指远离岸线靠近水中央一端。

[0029] 控导堰1顺着水流方向A设置有若干导流通道7，所述导流通道7的入口设置在迎水

侧6，所述导流通道7的出口设置在背水侧9，且所述出口位置较入口靠近岸线3。如图4所示，

所述导流通道7的出口错后入口的垂直距离为10～20cm，所述导流通道7的开口为圆形，入

口开口侧直径为30～50cm，出口开口侧直径缩小为25～40cm，水流在通过口径逐渐缩小的

通道后，可起到增加水流流速的作用。

[0030] 由于表层水流速比较深处水流速度快，因此分别设置不同导流通道7以供水流通

过，通道应至少设置2层，水深较深则设置多层通道。优选地，所述导流通道7至少设置成两

层，最高一层导流通道7的顶端低于控导堰1顶端3～6cm，深水处通道设置数量应比表层通

道多，便于更多水流更快通过。以下每层导流通道7间隔5～10cm设置，最底层导流通道7的

底端设置于淤泥层上20～30cm处。如此，不同流速的水流通过不同导流通道7时，可独立向

前流动，避免水流垂直流动造成的减速。靠近岸坡通道设置数量应比靠近水中央通道设置

应多一些，便于更多水流更快通过。

[0031] 如图2所示，所述导流通道7的出口靠近水中央的一侧1/3～1/2圆周或侧边设有水

流导控板8，所述水流导控板8与控导堰1背水侧9之间的夹角为45°～75°。所述水流导控板8

材质为PVC、PE等韧度、抗耐受性强的材质，长度25～35cm。

[0032] 控导堰1除导流通道7外其余部分为石笼网结构5。石笼网结构5中的石笼网采用高

抗腐蚀、高强度、具有延展性的材质，内部填充片状碎石或废弃瓦片，以上片状填充物均沿

水流方向A填充，且靠近水中央填充大型碎石或瓦片、靠近水岸填充较小碎石或瓦片，保证

石笼网内孔隙率从水中到岸线3方向逐渐增大，使得约30％～60％水流从孔隙通过，可促进

水流通过孔隙的导控向目标水域流动。控导堰1为竖向单元式结构，便于根据水流条件进行

孔隙率的调节。

[0033] 进一步，最后一级控导堰1的后侧依次设有透水坝体结构4及沉水植物，透水坝体

结构4设置为透过率较低的透水结构，一方面可以使大部分水流向上绕过坝体，到达岸线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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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水域，起到分流作用，另一方面有限的透水性又可防止坝体附近雍水，影响向上水流通

过，透水坝体结构4靠近岸线3一端设置为人字形，顶端指向岸线3，起到辅助控导水流方向

的作用。多排沉水植物一方面可疏导水流，稳定流速，另一方面可再一次净化水质。

[0034] 所述生态控导结构还包括设置在第一级控导堰1上游的加速堰，所述加速堰为横

贯水体流动方向的纵截面为梯形的长条状堰坝结构，所述加速堰的背水面为夹角为20°～

60°的斜面，其中靠近水流死角2一侧岸坡的夹角最大，主水流区域夹角逐渐变小。

[0035] 上游来水经过加速堰形成水位落差，水流速度增加，继续通过一级控导堰时，水流

被分为至少3部分。最靠近岸线部分由于控导堰的阻挡沿岸线流动，并加速向前流入水流不

畅区域，最靠近水中央部分水流绕过控导堰向前汇入主水流。其余通过控导堰部分水流也

分为两种，一种通过导流通道并在导流板的推送下向下一级控导堰流动或直接汇入左侧水

域，另一种水流通过石笼网填充孔隙，流向下一级控导堰或继续向前流向主水域。

[0036] 水流依次通过一级级控导堰后，大部分水流被提升进入目标水域，其中大部分水

流通过分流坝体前端，目标水域得到充分流动性，其余部分通过主分流坝的孔隙进入右侧

水域。多级控导堰，一方面可以输送更多水流，另一方面可将水流逐级提升到目标水域内

部，并令其通过分流系统前端。因此，流入目标水域的水流包括多种方向、不同流速，汇入水

流可加大水体扩散至整体水域，促进水体的混掺，增大水体自净，有利于清除“死角”现象。

[0037] 本发明的用于城市水体水流死角的生态控导结构通过对水流的层层导流，重新规

划水流路线，从而彻底解决常规水流条件下产生的水流不畅问题，显著改善水流死角环境

污染及景观效果。本发明的生态控导结构无需其他外界能源消耗，完全依靠现有水力条件

进行自主运行，既节约能源、有可高效地完成水流流速导控，使得水流死角区水域得到充分

流动，以显著改善水流死角环境污染及景观效果。

[0038]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依然

可以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修改或者对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

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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